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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立了南极无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的ＧＩＳ模型，基于此模型，实现了南极典型无冰区———菲尔

德斯半岛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定量化评价。从指标体系的建立、评价单元的确定、指标权重的确定以及综合评

价等４个方面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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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极生态环境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和局地人类

活动对南极无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当前国内

不同尺度南极环境研究的两个重要内容［１］，而南

极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特征与空间分异正是这种背

景下产生的新的研究课题。南极典型无冰区———

菲尔德斯半岛位于南极半岛附近的南设德兰群岛

中最大的乔治王岛西南部，是乔治王岛最大的无

冰区。这里是南极人类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之

一，也是进行南极环境研究的理想场所。该半岛

被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定为南极特别科学兴趣

点［２］。因此，基于区域尺度的菲尔德斯半岛生态

环境脆弱性评价是保护半岛环境免遭人类活动破

坏、为南极环境管理部门提供决策的依据。

基于传统生态学模型的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

方法普遍存在人为给定权重、主观性较大的缺陷。

尽管目前一些数学方法、模型理论和３Ｓ技术在生

态环境脆弱性评价中逐步有所应用［３］，但ＧＩＳ在

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中的应用多数还局限于数据

管理和评价结果制图，ＧＩＳ强大的空间分析、地理

分析、统计分析、三维可视化功能并没有在评价中

真正发挥作用。

因此，建立生态环境脆弱性定量化评价的

ＧＩＳ模型，并应用于南极无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

评价，有着理论上和应用上的双重重要意义。

１　菲尔德斯半岛的生态环境脆弱性

特征

　　菲尔德斯半岛为海拔２００ｍ以下的丘陵区，

南接菲尔德斯海峡，东北部与柯林斯冰盖相连，其

生态系统十分简单而原始，主要植被为苔藓、地衣

等低等植物。半岛寒冷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壤，使

植被群落呈现结构简单、生长缓慢的特征，但因处

于亚南极海洋性气候带，半岛仍相对保持一定的

植被分布，局部地表植被覆盖度还很大，优势群落

明显。

区域尺度下，菲尔德斯半岛生态环境的脆弱

特征表现为以结构型脆弱为主、胁迫型脆弱为辅

的综合脆弱性；从全南极尺度看，相对于南极其他

区域，人类活动胁迫型脆弱成为该区域最显著的

特征，气候变化等环境胁迫脆弱性在菲尔德斯半

岛区域内部没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４］。菲尔德

斯半岛脆弱生态环境结构是其所处环境的气候、

水热和土壤以及地形地貌等生态环境物质基础和

能量基础所决定的。简单而原始的生态系统、粗

骨性极强的原始土壤以及地表强烈的物理过程，

使得菲尔德斯半岛的生态环境对于人类活动几乎

没有抵御能力，对各种污染也基本上没有自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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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从外界胁迫来看，影响半岛生态系统脆弱性

的人类活动胁迫包括两个方面：① 全球性人类活

动和气候变化；② 局地人类活动影响。在半岛区

域内，主要受局地人类活动的影响。人类在半岛

的活动，主要包括日常人类活动、修建建筑物、燃

料燃烧及贮存、行走和使用交通工具、后勤支持活

动、科学考察活动、旅游参观以及突发事故等［５］，

这些人类活动对南极生态环境的影响涉及各个环

境要素，不同的环境要素的表现和被影响程度不

同。综上分析，形成半岛生态环境脆弱性的环境

因子主要有地质地貌、土壤、气候、生物群落和人

类活动。

２　犌犐犛模型的建立

２．１　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以上对半岛脆弱性环境因子的分析，并

考虑现场考察中指标获取的可能性，确立了菲尔

德斯半岛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的指标体系［６］（见

表１）。

表１　菲尔德斯半岛生态环境脆弱性指标体系

Ｔａｂ．１　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Ｆｉｌｄｅｓ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目标层 准则层Ｉ 准则层ＩＩ 指标层１ 指标层２ 参与评价的１０个指标因子（对应具体指标）

南极无冰

区生态环

境脆弱性

评　　价

成

因

结构型成因

气候要素
热 年平均温度／℃

风 风向特征值／坡向

土壤要素
发育阶段特征值

厚度／ｍｍ

地形地貌
地貌高度

坡度

胁迫型成因 人类活动
人类活动规模 人口密度

人类干扰指数 （道路＋建筑物面积）／总面积

结果表现 敏感因子 植被 植物群落功能
植被覆盖率／地衣覆盖率

植被高度／地衣高度

２．２　评价单元的确定

评价单元是进行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的基本

单位，同一评价单元内的地貌、气候、土壤等自然

特征应基本一致。目前生态环境脆弱性研究采用

的评价单元通常有以行政区划为主的矢量评价单

元和基于规则格网的栅格评价单元。针对南极环

境的特殊性［７］，本文提出了一种顾及现象空间分

布特征的评价单元确定方法———矢栅混合数据模

型，即一种面状矢量单元和规则格网单元相结合

的评价单元。以２０ｍ×２０ｍ的规则格网作为指

标因子的载体和基本评价分析单元，以植被综合

自然区划矢量面元作为叠加分析和区域综合评价

的评价单元。植被综合自然区划是按照地貌类

型、土壤类型和植被类型这３个指标，经综合分析

而形成，能够基本反映区域地表形态、地表自然过

程和群落结构的空间分异单元。研究中使用了矢

量叠加确定评价单元，将地貌类型图、土壤类型

图、植被类型图在ＡｒｃＧＩＳ下，通过叠加分析生成

植被综合自然区划图，作为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

单元。

２．３　确定指标权重

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指标权重用来反映各指

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程度以及对生

态脆弱性的影响程度，是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的

重要参数。目前权重的确定，有按专家的经验和

主观判断来确定，如经验权数法、专家打分法等；

有各种数学方法，如统计平均值法、指标值法、相

邻指标比较法、灵活偏好矩阵法、抽样权数法、逐

步回归法、灰色关联法、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

法、模糊变权法等［８］。数学方法由于其主观性小

而应用较为广泛，但数学方法在模型选择和数据

选择上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且还要兼顾其使

用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实际应用中多为专

家打分法和数学方法的结合使用。

基于ＧＩＳ的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为完全定

量化确定指标权重提供了可能。本文突破原有的

权重确定方法，基于地图要素相关模型———斯比

尔门秩相关模型确定脆弱性评价指标的权重。

２．３．１　斯比尔门方法的原理

设有犡和犢 两种地理要素，犪和犫分别为要

素犡 和犢 的某种统计值，图１（ａ）和图１（ｂ）分别

为现象犡和犢 的分级统计地图，两种现象的分级

数可以不一致，且分级也不均等，但统计单元必须

一致（见图１）。

秩相关系数为：

狉狊 ＝１－

６∑
狀

犻＝１

（狆犪犻 －狆犫犻）
２

狀３－狀
（１）

式中，狆犪犻为地图犪的第犻单元的分级等级号；狆犫犻
为地图犫的第犻单元的分级等级号；狀为区域数

５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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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对每个区域，按照犪值和犫值递减的顺序给

予等级编号，统计数值越大，等级编号值越小。当

两个区域具有相同的编号值时，采用平均的等级

编号。

图１　相关等级地图

Ｆｉｇ．１　Ｒａｎｋ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ｐ

２．３．２　相关系数计算

采用式（１），分别计算图１中１０个指标因子

和地衣高度与地衣覆盖率的相关系数（因子自身

相关系数为１），得到各指标与地衣覆盖率和地衣

高度的相关系数，对每个因子与地衣覆盖率和地

衣高度的相关系数求平均值，得到每个因子与地

衣的相关系数。为了满足评价要求，需要把相关

系数映射到０～１的区间范围内，而且满足其总和

等于１，映射后的值犠 作为每个因子的权重参与

评价。

２．４　综合评价

根据每个环境要素指标的初始化值和权重

值，利用脆弱生态环境脆弱度定量评价模型进行

综合评价：

犌＝１－
∑
狀

犻＝１

犘犻犠犻

ｍａｘ∑
狀

犻＝１

犘犻犠犻＋ｍｉｎ∑
狀

犻＝１

犘犻犠犻

（犻＝１，２，…，狀） （２）

式中，犌为生态环境脆弱度；犘犻 为各指标初始化

值；犠犻为各指标权重。

３　犃狉犮犌犐犛下评价过程的实现

１）数据来源主要有野外实测、地图资料和遥

感资料。地貌高程、坡度和坡向由１∶１００００菲

尔德斯半岛地形图获取，土壤指标由实测数据和

文献［２］的相关数据获取，植被和人类活动指标由

遥感影像、野外实测和实地调查获取。

２）将各种类型图原始数据在ＡｒｃＧＩＳ下进行

拓扑关系建立和属性表创建。将离散点的野外测

量数据进行空间插值，形成连续的面域栅格数据，

如温度、植被和土壤数据。坡度和坡向数据由等

高线生成的ＴＩＮ分析得到。对于人类活动区域

和站区的人数采用了缓冲区分析，经计算，得到年

站区平均人数和人类干扰指数两个指标。

３）在ＡｒｃＧＩＳ下，通过叠加分析的 Ｕｎｉｏｎ操

作———将地貌类型、土壤类型和植被类型３个图

层的要素进行合并运算，输出结果将合并３个层

面的所有要素，并继承３个层面的所有属性，共得

出７９７个评价单元。

４）秩相关分析算法的实现是在 ＡｒｃＭａｐ中

的ＶＢＡ环境下编程实现的。算法实现采用了交

互式ＶＢＡ编程方法，即直接在ＶＢＡ编辑器中编

辑函数和过程的方法。

首先必须提取各评价单元的初始化值。从数

据库栅格图层读取因子指标值并赋予矢量评价单

元，并以矢量单元的属性字段保存。

确定地衣高度和覆盖率为相关分析基准，再

确定相关地图的等级字段，求出每个指标分别与

相关基准的秩相关系数，进一步求出每个指标与

地衣高度和覆盖率相关系数的平均值作为该指标

与地衣的相关系数。采用极值法，将各指标的相

关系数作归一化处理，得到各指标的权重（见表

２）。最后依据式（２），计算每个评价单元的脆弱度

指数。

表２　各指标权重表

Ｔａｂ．２　ＷｅｉｇｈｔｓｏｆＩｎｄｅｘｅｓ

指标名称 地衣高度 地衣覆盖率 地貌高度 坡度 坡向 温度 土壤厚度 土壤发育阶段 人类干扰指数 人口密度

权重 ０．２４９ ０．２４９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５７ ０．０２３ ０．１０２ ０．１７３

　　将７９７个评价单元的脆弱度划分为４个等

级，分别为极脆弱、强脆弱、中等脆弱和轻微脆弱，

可以得到菲尔德斯半岛的生态环境脆弱度单元统

计表（表３）和脆弱性分布图（图２）。

表３　半岛脆弱度单元统计表

Ｔａｂ．３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Ｕｎｉｔｓ

脆弱度数值分级 脆弱程度描述 单元个数

０．７５～０．９０２ 极脆弱 ６８

０．６５～０．７５ 强脆弱 ２７０

０．５５～０．６５ 中等脆弱 ３２４

０．３３～０．５５ 轻微脆弱 １３５

６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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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脆弱度分布三维地图

Ｆｉｇ．２　３ＤＭａｐｏｆ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４　评价结果分析

从图３可以看出，菲尔德斯半岛生态环境的

极脆弱区主要分布在半岛中部、阿德雷岛东海岸

以及半岛东海岸考察站周围的地带，在半岛南部

呈零散不连续分布。强脆弱区主要分布在半岛北

部柯林斯冰盖下、半岛中部极脆弱区周围、阿德雷

岛的沿海地带以及半岛南部的海岸带。中等脆弱

区主要分布在风谷附近以及西北平台周围。轻度

脆弱区除了大面积分布在北方台地，多数零散分

布于半岛的南部和阿德雷岛的西部。从整体上

看，脆弱程度的分布从半岛北部到南部呈现强

弱强弱强的交替性（这里的强、弱指相对程度），

这取决于半岛的自然环境特点。从沿海到陆地内

部总体上体现了由极脆弱区向轻微脆弱逐渐过渡

的特征（除了智利站和机场周围）；脆弱性在半岛

北部呈现较为连续的分布，而在半岛南部分布较

为零散，这由半岛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异和强度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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